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．临床论著

国产脑深部电刺激系统治疗帕金森病的
临床初步研究
马羽

孟凡刚

胡文瀚

王慧敏张建国

葛明

张凯杨岸超

冯涛

目的验证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自主研发的国产脑深部电刺激（ＤＢＳ）系统用于治

【摘要】

疗原发性帕金森病（ＰＤ）临床应用的安全性和有效性。方法对３３例ＰＤ患者实施了国产脑深部电
刺激系统（ＰＩＮＳ系统）植入术。分别于术前、术后对用药情况，ＵＰＤＲＳ评分量表，日常生活能力评分
量表等情况进行评估和分析。结果

３３例ＰＤ患者平均年龄（５６．３±８．６）岁，平均病程（１０．４±

４．３）年。术后患者症状均得到显著改善，ＵＰＤＲＳ运动评分较术前改善７８％，症状控制稳定。
结论国产脑深部电刺激器ＰＩＮＳ系统生物安全性、系统稳定性、刺激作用有效性均能够满足临床应
用的要求。
【关键词】脑深部电刺激术；

帕金森病；

国产化；临床研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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帕金森病（Ｐａｒｋｉｎｓｏｎ’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，ＰＤ）是常见于老

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

年人的中枢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。我国ＰＤ患病率

为２．１％，６５岁以上男性患病率为１．７％，女性为
ＤＯＩ：】０．３７６０／ｃｍａ．Ｊ．ｉｓｓｎ．１００ｌ一２３４６．２０１ ３．０９．０１６

１．６％，而且每年新增病例１０万人，日前国内约有ＰＤ

甚金项目：国家科技支撑计划（２００６ＢＡｌ０３Ａ１８，２０１】ＢＡＩｌ２８０７）；

患者近２００万人¨。。随着我国老龄化社会的到来，

阳家自然科学基金（８１０７０９０１，８１１４１０１３）；北京『阿优秀人才
（２０１ Ｉ １）００３０３４００００１９）

作者单位：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［马羽（现单位
是清华大学玉泉医院）、孟凡刚、胡文瀚］；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

Ｄｏｒｓｅｙ

ＥＲ教授推测在２０３０年我国将超越其他国家

成为拥有ＰＤ患者最多的国家，将有近５００万ＰＤ患
者旧。。早期药物治疗ＰＤ效果较好，但随着病程的延

坛医院神经外科（葛明、张凯、杨岸超、］：慧敏、张建国），神经内科

长（５～１０年）药效逐渐减退并引起严重并发症，因此

（冯涛）

ＤＢＳ现已成为中晚期帕金森病的首选外科治疗方

通信作者：张建国，Ｅｍａｉｌ：ｚｊｇｕ０７３＠１２６．ｔｏｍ

万方数据

法ｐ。。此外，ＤＢＳ对于其他疾病如肌张力障碍、疼痛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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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迫症、癫痫、肥胖等也显示出良好的治疗前景。

后不同随访点和药物“开”或“关”状态下两个对立

目前所应用的脑深部电刺激系统完全依赖进

变量的运动改善情况进行分析。术后各随访点症状

口，价格十分昂贵。在我国接受脑深部刺激疗法的

改善情况与术前基线比较采用ｔ检验。Ｐ＜０．０５为

患者多来自于卜＾海、北京、浙江、广东、江苏等经济发

差异有统计学意义。

达地区‘４。在此背景下，清华大学成功研制出植入

结

式神经刺激系统（简称“ＰＩＮＳ”系统），北京品驰医疗

果

设备有限公司实施产业化，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

本组３１例接受双侧ＳＴＮ—ＤＢＳ植入术，２例接

完成了动物试验验证，并由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

受单侧ＳＴＮ—ＤＢＳ植入术。除１例于６个月后失访

天坛医院牵头开展临床试验。本文报道了２００９年

外其余均完成了１２个月的随访。

１１月至２０１１年１２月在北京天坛医院接受该系统

１．疗效分析（表１，２）：（１）主要疗效：术后１个

治疗的３３例帕金森患者的临床初步研究，以期为临

月开机后受试者的ＰＤ相关症状如僵直、震颤、步态

床推广应用提供参考。

迟缓、开关期现象等均有明显的改善。术后１２个月

资料与方法

时，“未服药（ｍｅｄ ｏｆｆ）／刺激器开（ｓｔｉｍ Ｏｉｌ）”状态下
ＵＰＤＲＳ

ｍ总分平均１２．３较术前“关”期状态下基线

１．一般资料：男２４例，女９例，平均年龄

平均水甲５３．４改善７８％。其中震颤评分改善

（５６．３±８．６）岁，ＰＤ病程平均（１０．４±４．３）年。研

７５％，僵直改善７１％，运动不能改善４９％。ＵＰＤＲＳ

究病例均通过北京天坛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。

Ⅱ日常生活活动评分总分改善了７１％。（２）次要疗

２．入选标准：根据英国脑库临床诊断标准确诊

效：术后１２个月时，术后“服药（ｒｅｅｄ Ｏｉｌ）／刺激器开

为原发性帕金森病；年龄３０～７５岁；“开”期时

（ｓｔｉｍ ｏｎ）”状态下ＵＰＤＲＳⅢ运动平均评分５．８较术

Ｈｏｅｈｎ—Ｙａｈｒ分级为Ⅱ～Ｖ级；“关”期时统一帕金

前基线平均水平２４．８改善７９％。ＵＰＤＲＳｌｌ日常生

森病评定量表第Ⅲ部分（ＵＰＤＲＳ ＩＩＩ）不低于３０分；

活活动评分改善了７９％，术前能够基本完成日常生

无手术相关禁忌证等；患者或其照料者能够正确填

活不需要他人照顾的受试者仅占３０％，术后增加至

写家庭日记，并签署书面知情同意书。

７９％。在３３例受试者中，入组前有２例受试者不服

３．手术方法：手术在局部麻醉下进行。安装

用抗帕金森类药物，３１例受试者服用的药物的左旋

Ｌｅｋｓｈｅｌｌ立体定向头架，行头部ＭＲＩ扫描后输人手

多巴等效剂量平均为１５８７．４ ｍｇ。开机后，随着刺

术计划系统进行三维靶点定位，术中电生理记录确

激器参数的调整，受试者服用的药物也逐渐减少；术

认靶点后，于丘脑底核（ＳＴＮ）植入ＰＩＮＳ系统脑深部

后３个月时，停药者增至３例，而３０例服药受试者

刺激电极，进行临时刺激测试。观察电刺激启动时

中左旋多巴等效剂量则平均降至９６４．７ ｍｇ；术后

患者的症状改善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。固定电极，

６个月时，停药者增至４例，而左旋多巴等效剂量则

全麻下连接延长线和脉冲发生器。

平均降至８８４．３ ｍｇ。受试者术前“开”期时间占觉醒

４．疗效评定标准：主要指标为“未服药（ｍｅｄ

时间百分比平均为（１８＋８）％，术后１个月开机后

ｏｆｆ）／刺激器开（ｓｔｉｍ ｏｎ）”状态下ＵＰＤＲＳｍ的运动检

则上升到（５９±２０）％，术后３、６个月后通过优化参

查总评分，较术前“未服药（ｒｅｅｄ ｏｆｆ）”状态基线的变

数设置和调整药物，“开”期时间所占比例又依次提

化。次要疗效指标为术后“服药（ｒｅｅｄ Ｏｉｌ）／刺激器

高到（６９±２２）％和（７２ ４－２２）％，之后在１２个月时

开（ｓｔｉｍ Ｏｉｌ）”状态下ＵＰＤＲＳ ｌｌＩ运动评分和ＵＰＤＲＳ

则趋于稳定，达到（７５±１９）％。

１１日常生活活动评分较术前“服药（ｍｅｄ Ｏｎ）”状态

２．安全性分析：本研究截至２０１２年１２月尚

的变化；术后药物左旋多巴等效剂量相对术前基线

未发现严重不良反应，亦无受试者因严重不良反

的变化；基于受试者日记，评价“开”期时间、“关”期

应退出随访。２例受试者在术后１个月开机后出

占觉醒时间百分数以及临床疗效的整体评价。

现长时问对生活有影响的异动症，经过药物和刺

５．安全性评估：统计不良反应的类型和发牛率。

激模式的调整分别于３～６个月内消失。未发生

６．随访方法：术后１、３、６、９、１２个月门诊随访。

永久性构音障碍、头晕、平衡障碍等严重刺激相关

７．统计学分析：统计分析使用ＳＡＳ＠９．１３统计

并发症。无出血、癫痫、昏迷等严重手术相关并发

３．０录入软件。数据

症。无感染、电极断裂、刺激器工作异常等设备相

软件，数据管理使用ＥＰＩ

ＤＡＴＡ

用平均数或均数－４－标准差表示，采用方差分析对术

万方数据

关并发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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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１清华国产脑深部电刺激系统（ＰＩＮＳ系统）治疗３３例帕金森病患者“关”期
状态下手术前后ＵＰＤＲＳ评分的比较（ｉ）
ＵＰＤＲＳ ｌｌＩ运动评分

ＵＰＤＲＳｌｌ

运动不能

日常生活活动评分

项目

总分

震颤

僵直

语言

姿势稳定

步态

辫ｍ堋Ⅲ堋一
注：术后各随访点与术前相比Ｐ＜０．０５；各随访点问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＞Ｏ．０５；８：基线评分在术前未服药状态下完成

表２清华国产脑深部电刺激系统（ＰＩＮＳ系统）治疗帕金森病患者“开”期
状态下手术前后ＵＰＤＲＳ评分的比较（孑）

注：术后各随访点与术前相比Ｐ＜Ｏ．０５；各随访点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＞０．０５；８：基线评分在术前服药后患者症状控制最好时完成

讨

论

生活治疗平均改善了３４．５％＂Ｊ。本研究结果与其
一致，且稍好于文献报道，可能与受试者的入选与术

脐深部电刺激手术（ＤＢＳ）治疗帕金森病、肌张

后管理更为规范有关。与以往的ＤＢＳ治疗ＰＤ术后

力障碍等运动障碍疾病方面得到了广泛的应用。全

长期随访结果报道相似旧一…，本研究所有ＰＤ患者

球已有６万以上患者接受Ｊ，ＤＢＳ治疗，而我国自

开机后主要症状包括震颤、僵直、运动迟缓即得到显

１９９８年首次应用ＤＢＳ治疗ＰＤ患者以来，仅有

著改善，随着药物和刺激模式的调整，症状逐渐好

０００余例患者接受了ＤＢＳ治疗Ｈ。ｊ。我国制约其

转，３个月后患者状态基本达到稳定直至随访期结

应用有两个因素：其一为精确的手术植入技术，这与

点１２个月。２例患者术后１个月时ＰＤ症状得到较

医师手术水平、术前定位及术中微电极记录等相关；

其他患者更为明显的改善，表现出服药与不服药症

其二，也是主要制约因素，为植入ＤＢＳ设备的高昂

状改善和日常生活能力上无明显差别，在不服用药

费用。本研究采用的国产ＤＢＳ设备ＰＩＮＳ系统由清

物情况下也已满足个人１３常生活的需要，因此分别

华大学航空航天学院设计，目标是降低ＤＢＳ设备的

在术后３个月和６个月的时候停药。本研究大部分

价格，扩大ＤＢＳ的受益人群。该系统从２０００年开

患者术后１年能够生活自理，需要重新适应社会

始研发，２００６年至２００９年在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

生活。

４

所进行的动物试验，验证了其安全性和有效性∞：。

通过本组临床初步研究，清华国产脑深部电刺

本研究中，ＰＤ患者术后随访发现电刺激治疗可

激系统（ＰＩＮＳ系统）临床上用于治疗帕金森病是有

以显著改善其“开”期和“关”期时的ＰＤ运动症状。

效和安全的。适用于治疗中晚期ＰＤ患者出现严重

有关ＤＢＳ治疗ＰＤ的报道发现给予刺激治疗后

药物并发症如剂末现象、开关现象、波动现象等药物

ＵＰＤＲＳ

１１运动评分结果评价为３１％～７２％，左旋多

并发症，或无法耐受药物治疗的ＰＤ患者，对于震

巴等效剂量可减少为术前的１６％～１００％，而日常

颤、僵直、运动迟缓等症状均有显著疗效，且术后可

万方数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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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适当减少药物用量、改善药物引起的相关不良反
应。虽然在这项研究中我们取得了积极的成果，但

随

张建国．功能神经外科发展十年．中罔现代神经疾病杂志，
２０１０，１０：１１７．１２１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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ＰＩＮＳ系统的远期有效性还需要更多的临床证据来

支持，有待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探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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．知。＂叭１３链接．
Ｗａｄａ试验
Ｗａｄａ试验是一种有创的优势半球定位技术，１９４９年由加拿大蒙特利尔神经病学研究所的Ｗａｄａ医生提出并应用于临床。
多经股动脉插管，在颈动脉注射６０～２００ ｍｇ的异戊巴比妥钠（目前多用异丙酚替代）通过选择性的麻醉一侧大脑半球，来判
断该侧半球在语言、记忆、运动等方面的功能。一侧检查后３０ ｍｉｎ，再检查对侧半球，通过比较两侧的检查结果来确定优势半
球，并被认为是优势半球功能定位的金标准。
１．术前准备：患者应在测试前８ ｈ禁食水；术前患者进行１～２次测试前培训，让患者熟悉检查步骤，消除其恐惧心理。
２．药物选择：除使用异戊巴比妥钠经颈内动脉注射外，美索巴比妥也在一些国家得到广泛使用，但近年来这两种药物在
国内均难以获得，目前国内多应用异丙酚，常规异丙酚的剂量为１０

ｍｇ／１０

ｍｌ生理盐水，在５ Ｓ内推注完毕。如果１０ ｍｇ不能

产生对侧偏瘫，即刻追加（上限为３ ｍｇ）。
３．血管造影及Ｗａｄａ试验：右侧股动脉插管，全脑血管造影，颈内动脉药物注射，同步进行脑电图记录及功能、语言及记忆
功能的测定。
４．功能评价：（１）运动功能评价：嘱患者上举双臂（特殊情况需要上抬下肢），并且从１００倒数；药物注射开始后，密切观
察肢体肌力，记录下落时间、肌力等级以及恢复时间；注意评价患者意识状态：意识清楚可嘱患者活动肢体评价肌力，意识丧
失患者记录肌肉张力。（２）语言功能评价：嘱患者顺序或逆序诵读数字或字母表；提问；辨认图片、实物，评价患者语言表达、
语言理解。如果药物注射后即刻出现言语丧失或语言功能受损（构音困难、言语错乱），则注射侧为语言优势半球；如果两侧
注射后均出现言语停止或语言受损，则受损大丁３０ ｓ的半球为语言优势半球；如果两半球间言语剥夺时间间隔小于３０ ｓ时可
考虑双侧语言支配。（３）记忆功能评价：在药物麻醉前及麻醉过程中嘱患者完成诵读任务、图片及实物识别任务、回答问题。
麻醉结束后进行记忆评价。致痫灶同侧半球注射后有较好的记忆功能者，术后不会出现明显的记忆障碍；致痫灶同侧半球注
射后记忆功能差者，术后记忆缺失的风险大。（４）脑电图的改变：①药物性大脑半球麻醉脑电图标志：同侧半球背景活动减
弱／消失；同侧半球癫痫样放电减弱／消失；同侧半球慢波活动增多。②辅助确定大脑半球麻醉持续时间：背景活动恢复；癫痫
样放电恢复；慢波消失。
（北京三博脑科医院关宇光栾国明周健整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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